
 

美国哈佛大学夏令营 20 天圆梦之旅（国泰航空） 
(深圳集中，波士顿进，旧金山出，返回深圳）  

香港—纽约—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学—费城—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西点军校—Woodbury 

Outlets—耶鲁大学—罗德岛—普利茅斯—波士顿—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洛杉矶—圣地亚哥—旧金山—加

州伯克利分校—硅谷—香港 

 

● 乘坐全球十大最安全的航空公司：国泰航空； 

● 给孩子一个最有意义的暑期礼物，圆孩子一个美国梦；  

● 哈佛学子在哈佛大学教室亲自传讲课程, 让您亲身沐浴哈佛学子的智慧和启迪，激励您开启奋进不息的人生

历程. 

● 给孩子一个最有意义的暑期礼物，圆孩子一个美国梦；  

● 哈佛学子在哈佛大学教室亲自传讲课程, 让您亲身沐浴哈佛学子的智慧和启迪.激励您开启奋进不息的人生

历程； 

● 特别安排精彩纷呈和富有含金量的哈佛课堂：【美国梦】，【时间管理】， 【美国大学申请准备】，【STEM数科

专项课程】，【创新能力工作坊】，【领导力工作坊】，【演讲技巧】，让您终身受益和感激； 

● 特别颁发哈佛学生机构证书, 赠送哈佛战袍； 

● 入住美国著名学府波士顿大学学生宿舍，在波士顿大学学生餐厅享用早餐和晚餐，体验真正的美国大学校园

学生生活； 

● 走访自由之路，直接体验美国历史, 感悟被誉为美国＂自由的摇篮＂，助您扬起自由理想的风帆 !  

● 乘水陆两栖鸭子船, 让您留恋徜徉于波士顿的历史长河和现代文明之中； 

● 参观芬威球场-美国最古老的棒球场，也是波士顿红袜子队（Red Sox）的主场,被称为美国最受喜爱的棒球

场； 

● 特别安排哈佛橄榄球队球员带领的橄榄球工作坊； 

● 参观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永远改写了美国的历史进程的波士顿茶党船与博物馆； 

● 参访麻省州议会大厦， 幸运的话，您将有机会旁听麻省参议院和众议院会议； 

● 特别安排纯正美式英语系统教学，有效有趣快捷提高美式英语听说读写水平； 

● 特别安排观赏 Blue Man Group show, 让您尽享美式娱乐休闲节目； 

● 参观 6 常春藤顶级学府：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

大学； 

● 不可漏掉的 6 大北美地标景点：自由女神、联合国总部大厦、独立宫、自由钟、林肯纪念堂、白宫； 



 

 

时间 行程 图片 交通 酒店 餐 

第一天 

7.29 

周六 

深圳—香港 波士顿 

航班：CX812 HKGBOS 1815/2210（飞行时间约 15 小时 50

分） 
 

飞机

/ 

巴士 

BU 学生 

宿舍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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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探访 7 大名城：波士顿、纽黑文市、纽约、费城、华盛顿、洛杉矶、旧金山，亲身探秘当今世界最发达

的国家，感受美国最纯正的本土文化； 

● 造访世界政治中心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享受脚踏世界权力中心的快感； 

● 华盛顿航天航空博物馆，置身全球航空航天飞行器藏品最多的博物馆里，亲手触摸月球之石； 

● 踏上自由圣地和美国宪法的诞生地费城，参观独立宫和自由钟； 

● 特别安排乘坐自由女神游船,近距离欣赏象征美国的自由女神像的风采； 

● 精心安排美国本土最初哥德式建筑的教堂，也是纽约最受欢迎的举行婚礼场所——圣约派粹克大教堂； 

● 独家赠送纽约曼哈顿“后花园”——中央公园； 

● 前往素有“美国将军的摇篮”之称的美国西点军校； 

● 特别安排美东地区最大的名牌直销店——Woodbury Outlets； 

● 造访“美国人的故乡”—普利茅斯，寻找清教徒 1620 年登陆美国的第一块石头，登“五月花号”船； 

● 亲临“美国的大学城”——波士顿，参观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MIT），感受世界顶级大学的学术文化氛

围；走访“自由之路”，触及美国历史! 漫步在波士顿港口，呼吸大西洋海湾的清新气息； 

● 游览电影王国洛杉矶，前往星光大道，亲见中国戏院与杜比剧院，感受电影之都的无穷魅力； 

● 邂逅加州最美的海港，西岸最大的军港城市——圣地亚哥，独家增游北美旅游必去景点，加州诞生地：圣地

亚哥老城； 

● 独家安排美国双乐园畅玩：畅游迪士尼主题乐园圆您童年的美梦；畅游洛杉矶环球影城；让你感受精彩刺激

的电影之旅。 

● 增游游美国高科技孵化园——硅谷，参观英特尔（INTEL）博物馆； 

● 到访被誉为“美国社会不朽的学术脊梁”之一的加州伯克利分校； 

● 不惜成本，畅游三藩：特别安排游览美国西海岸不容错过的美景城市——旧金山（三藩市），“金门大桥”、

“九曲花街”展现刚柔并济之美！ 

● 独家额外保障：免费帮每一位学生购买价值保额高达人民币 200000元的美亚保险白银计划！ 

● 充满喜乐,充满精彩和充满祝福的的 2017美国马里兰修学寄宿家庭夏令营期待您的加入…… 



 

于深圳指定时间和指定地点集合，继而前往香港国际机场，

乘机飞往“美国的大学城”---波士顿。抵达后 BU学生宿舍

休息，结束当天行程。 

第二天 

7.30 

周日 

波士顿 

7:00AM - 9:00AM： 波士顿大学早餐 

9:00AM - 9:30AM：前往哈佛大学 

10:00AM - 11:30AM：由哈佛学子带领游览【哈佛大学】校

园 

11:30AM - 12:30PM：午餐 

12:30PM - 1:00PM：前往科普利广场 

1:00PM - 1:30PM：参观游览科【科普利广场】, 仰望由华

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新英格兰最高的建筑--约翰.汉考克

大楼. 驻足罗马式的三一教堂,意大利式的科普利大饭店和

全美第一座公共图书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波士

顿公共图书馆。 

1:30PM - 2:00PM：前往自由之路 

2:00PM - 3:30PM：漫步【自由之路】，游览全美第一座公

园--波士顿公园，直接体验美国历史。 

3:30PM - 4:30PM：探访芬纽厅，感悟被誉为美国＂自由的

摇篮＂， 在波士顿最受欢迎的观光去处昆西市场领略波士

顿独特的魅力风情等 

4:30PM - 4:45PM：沿着自由之路来到马萨诸塞州议会大

厦 

4:45PM - 5:15PM：返回波士顿大学宿舍 

5:30PM - 7:00PM：波士顿大学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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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7.31 

周一 

波士顿 

7:00AM - 9:00AM：波士顿大学早餐 

9:00AM - 9:30AM：前往哈佛大学 

9:30AM - 12:30PM：哈佛 ESL 课堂: 【美国梦】--综合美国

历史，美国文化，美国传统和美国精神，系统介绍和分析美

国梦的由来和对当代美国人思维生活的影响。 

12:30PM - 1:30PM：午餐 

1:30PM - 3:00PM：在哈佛乘【水陆两栖鸭子船】寻访波士

顿的美国历史文化古迹和畅游美丽的查尔斯河．鸭子船原本

是美军二战的两栖登陆艇，经过改造而成为水路两栖旅游

车。鸭子船之旅乐趣十足，让您留恋徜徉于波士顿的历史长

河和现代文明之中。 

3:30 PM：在波士顿大学宿舍下船 

3:30PM - 5:00PM：在波士顿大学自由活动 

5:00PM - 7:00PM：波士顿大学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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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8.1 

周二 

波士顿 

7:00AM - 9:00AM：波士顿大学早餐 

9:00AM - 9:30AM：前往哈佛大学 

9:30AM - 11:00AM：哈佛讲座：【时间管理】--高中学习是

非常紧张的。如何更加高效的安排时间，特别是在非常忙碌

的时候，如何让自己的学习更加高效，期待哈佛学子和您分

享经验。 

11:00AM - 12:30PM：哈佛讲座：【美国大学申请准备】-哈

佛学子详细为我们介绍美国大学申请过程，模拟面试以及指

导我们如何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和参与课外活动，让

我们精心准备一份独特的富有竞争力的大学申请履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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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成真源于我们的预备和装备。 哈佛学子为您将来的美

国大学申请提供富有智慧的启迪和策略指导，为您的未来开

拓前程似锦的阳光大道。 

12:30PM - 1:30PM：午餐 

1:30PM - 2:00PM：前往芬威公园 

2:00PM - 3:30PM：参观游览【芬威球场】-美国最古老的棒

球场，也是波士顿红袜子队（Red Sox）的主场,被称为美国

最受喜爱的球场。红袜队连续 820场主场爆满，为美国职棒

大联盟球队中最长纪录。已经有 10 次大联盟世界大赛

（World Series）在芬威球场举行，红袜队赢得其中 5次世

界冠军，最近一次是在 2013 年。 

3:30PM - 4:00PM：前往波士顿大学宿舍 

4:00PM - 5:00PM：特别安排哈佛橄榄球队球员带领的橄榄

球工作坊。 

5:00PM - 7:00PM：波士顿大学晚餐 

第五天 

8.2 

周三 

波士顿 

7:00AM - 9:00AM：波士顿大学早餐 

9:00AM - 9:30AM：前往哈佛大学 

9:30AM - 12:30PM：哈佛 ESL 课堂: 【STEM 课程】--科学.

技术.工程.数学（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课程, 哈佛学子将用其特有的智慧激发您的

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12:30PM - 1:30PM：午餐 

1:30PM - 2:00PM：前往麻省理工学院 

2:00PM - 5:00PM：波士顿名校探访: 【麻省理工学院 MIT】

校园游览及【麻省理工学院创新博物馆】.MIT 享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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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大学之最”的美名，其工程科技学科多年来获评世界第

一。MIT还研发高科技武器，拥有美国最高机密的林肯实验

室。全球顶尖学子云集于 MIT，MIT 博物馆将让您置身于 MIT

学生在科学，艺术，技术等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和技术发明，

让您探索机器人的奥秘， 博览科技发展的历史。 

5:00PM - 5:30PM：返回波士顿大学宿舍 

5:30PM - 7:00PM：波士顿大学晚餐 

 

 

第六天 

8.3 

周四 

波士顿 

7:00AM - 9:00AM：波士顿大学早餐 

9:00AM - 9:30AM：前往哈佛大学 

9:30AM - 11:00AM：哈佛 ESL 课堂:【创新能力工作坊】-

以案例分析和个人经验分享来介绍创新力的培养方法和重

要性。 

11:00AM - 12:30PM：哈佛 ESL 课堂:【领导力工作坊】--

以案例分析，个人经验分享和互动活动来介绍领导力的培养

方法和重要性。 

12:30PM - 1:30PM：午餐 

1:30PM - 2:30PM：前往波士顿茶党博物馆 

2:30PM - 4:00PM：【波士顿茶党船及博物馆】--“波士顿倾

茶事件”， 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永远改写了美国的历史

进程。 停泊在波士顿港口的复制船上， 您可以借助演员和

高科技互动展览，让时光倒回到殖民地时期的 1773 年，把

茶叶箱掷入海里，重现殖民者的抗税抗议。 

4:00PM - 4:30PM：前往查理士剧场 

4:30PM - 6:00PM： 晚餐（中国城） 

7:30PM - 9:00PM： 晚餐后，在查理士剧场观看蓝人表演，

 

美国

校巴 

BU 学生 

宿舍 

ＢU早

Asian 

 Food

午、晚

餐 

 



 

在历史悠久的查尔斯剧场观看集音乐、舞蹈、喜剧、高科技、

多媒体于一体的大派对的《蓝人秀》，享誉全球 25年，让人

能开怀大笑，也能引人深思。 

9:00PM - 9:30PM：返回波士顿大学 

第七天 

8.4 

周五 

波士顿 

7:00AM - 9:00AM：波士顿大学早餐 

9:00AM - 9:30AM：前往哈佛大学 

9:30AM - 12:30PM：哈佛 ESL 课堂: 1.【演讲】-- 聆听哈

佛学子的演讲技巧， 分享您的感触，您的向往和追求，您

的特长和爱好， 您的友谊和盼望。留住在哈佛的课堂体验， 

留住在波士顿大学的生活喜悦。 

2. 【结业仪式】： 身披哈佛战衣，领取哈佛学生机构证书. 

12:30PM - 1:30PM：午餐 

1:30PM - 2:00PM：前往马萨诸塞州议会大厦 

2:30PM - 3:30PM：波士顿历史寻访：【麻省州府大厦】--

麻省州长和官员及州议会所在地。麻省州政府专员将亲自带

领您参观并作讲解。该大厦由著名建筑师布芬奇（Charles 

Bulfinch）设计，完工于 1798 年，被誉为麻省建筑的代表

作，也是布芬奇最好的作品，被定为美国国家历史地标。二

楼大厅庄重典雅，墙壁上画有许多与麻省历史相关的巨型壁

画。二战期间，为避免成为敌人轰炸时的显著目标，穹顶被

漆成黑色。1997 年，穹顶重新镀上一层 23K 金。 

3:30PM - 4:00PM：返回波士顿大学宿舍 

4:00PM - 5:00PM：自由活动，享受属于自己的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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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PM - 7:00PM：波士顿大学晚餐 

第八天 

8.5 

周六 

波士顿—(约 115 公里)—罗德岛 

BU 早餐后，乘车前往“美国人的故乡”【普利茅斯】，参观

早期移民村落，观赏【五月花号】和 Plymouth Rock(移民

石)（约 40 分钟）；随后前往【罗德岛】新港市，参观亿万

富豪度假别墅——【听涛山庄】（约 20 分钟）。随后游毕晚

餐后，入住酒店休息，结束当天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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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天 

8.6 

周日 

罗德岛—(约 140 公里)—耶鲁大学—(约 120 公里)—纽约 

早餐后，乘车前往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参观常春藤著名学

府【耶鲁大学】（约 2小时）。随后前往纽约，抵达晚餐后，

入住新泽西酒店休息，结束当天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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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午 

晚 

第十天 

8.7 

周一 

纽约 

全天纽约市区观光，乘坐自由女神号游轮，在游轮上观赏代

表美国国魂标志的【自由女神像】（约 1 小时）；游览世界的

金融中心【华尔街】（约 20 分钟），这里云集着包括纽约证

券交易所、联邦储备银行在内的众多金融机构，使其成为国

际金融界的“神经中枢”；参观誉满全球的【联合国总部大

厦】（外观约 20 分钟）；自由漫步于气度非凡的【洛克菲勒

中心广场】以及名牌商店遍布的【第五大道】（自由活动时

间，约 1小时 30分钟）；参观纽约最大、最华丽的【圣约派

粹克大教堂】，这是美国本土最初采哥德式建筑的教堂，也

是纽约最受欢迎的举行婚礼场所。最后参观纽约最大的都市

公园--【中央公园】（约 15 分钟）。中央公园坐落在摩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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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耸立的曼哈顿正中，是纽约第一个完全以园林学为设计准

则建立的公园。随后参观常青藤盟校之一【哥伦比亚大学】

（约 30分钟）。各处景观令您目不暇接、叹为观止，尽情感

受纽约的多姿多彩气息，游毕晚餐后，返回新泽西酒店休息，

结束当天行程。 

第十一天 

8.8 

周二 

纽约—(约 86 公里）—西点军校—(约 20 公里)—Woodbury 

Outlets—(约 90 公里)—纽约 

早餐后，前往素有“美国将军的摇篮”之称的美国【西点军

校】（约 60 分钟）。许多美军名将如艾森豪威尔、巴顿、麦

克阿瑟等均是该校的毕业生。后前往【Woodbury Common 

Premium Outlets】进行购物（自由活动约 4小时），Woodbury

是美东最大的奥特莱斯。这里汇聚了 Adidas、Burberry、

Calvin Klein、Celine、Dior、Gucci、The North Face、Prada、

Coach等世界著名品牌商店。游毕晚餐后，返新泽西酒店休

息，结束当天行程。 

 

巴士 新泽西 

早 

X 

晚 

第十二天 

8.9 

周三 

纽约—（约 157 公里）—费城—（约 226 公里）—华盛顿 

早餐后，前往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 Princeton 

University）（约 40分钟）。随后乘车前往华盛顿，途经费

城，游览【独立宫】、【自由钟】(约 30分钟) 以及著名的【宾

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约 40 分

钟）。游毕乘车继续前往华盛顿。抵达晚餐后，入住酒店休

息，结束当天行程。 
 

巴士 华盛顿 

早 

午 

晚 

第十三天 

8.10 

周四 

华盛顿 

早餐后，华盛顿市区游览：风格独特的美国总统【白宫】（外

观约 20 分钟），【零公里纪念碑】（约 5 分钟），山明水秀的

【杰佛逊纪念堂】（约 30 分钟），肃穆的【越战纪念碑】、【韩  

巴士 华盛顿 

早 

午 

晚 



 

战纪念碑】、【林肯纪念堂】（总共参观时间约 30 分钟），宏

伟壮观的【国会山庄】（外观约 20 分钟），【航天航空博物馆】

（约 60 分钟）等。游毕晚餐后，返回酒店休息，结束当天

行程。 

第十四天 

8.11 

周五 

华盛顿 洛杉矶 

早上乘机飞往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西班牙语意为“天使

之城”。这里四季如春，气候宜人。抵达后游览游览世界最

大的制片厂——【好莱坞环球影城】（约 4小时），影城内除

拥有西岸片场的《ET 外星人》、《回到未来》、《大地震》及

《金刚》等设施外，更可一试新颖游戏如《龙卷风暴》、3D

电影《未来战士》及多项真人现场表演如《大力士》及《火

爆之夜》、冒险群岛（ISLAND OF ADVENTURE），以最新科技

糅合各式故事题材如蜘蛛侠、侏罗纪公园、聪明岛、远古迷

离时空等。再配以为数众多，规模宏大的各种云霄飞车，跳

楼机等等，刺激绝伦，特别适合“艺高人胆大”追求刺激感

受的轻人。游毕入住酒店休息，结束当天行程。 

 

飞机

/ 

巴士 

洛杉矶 

X 

X 

X 

第十五天 

8.12 

周六 

洛杉矶 

早餐后，游览星光熠熠的【好莱坞星光大道】、奥斯卡金像

奖颁奖会场——【杜比剧院】、星光大道之起点——【中国

大剧院】等（约 40 分钟）。随后游览【迪士尼乐园】

（Disneyland）（约 4小时），迪士尼乐园堪称“全世界最快

乐的地方”，园内共有 8个主题区，【美国主街】上的蒸汽火

车、单轨电车，让人回到早期美国小镇的淳朴生活；【未来

世界】里，高速旋转飞车载着您在宇宙星体中遨游。【新奥

尔良广场】，重现路易斯安州新奥尔良的迷人风光；【探险乐

园】布满原始森林与沼泽，印地安那琼斯列车是游客的最爱，

 

巴士 洛杉矶 

早 

X 

晚 



 

在【米老鼠的故乡】，您可以和米奇、米妮老鼠聊天，【西部

乐园】里，汽船与矿车让您体验昔日西部疯狂激情，搭乘小

木筏去拜访汤姆.索耶的荒岛，到【神话乐园】与白雪公主、

小木偶、唐老鸭、小飞象以及其它喜爱的迪士尼人物合影，

和小飞侠一起翱翔天空，与艾丽斯携手梦游仙境。最新落成

的【明日乐园】吸引了更多的游客，让人流连忘返。游毕晚

餐后，送客人返回酒店休息，结束当天行程。 

第十六天 

8.13 

周日 

洛杉矶—（约 205 公里）—圣地亚哥—（约 205 公里）—

洛杉矶  

早餐后，乘车前往加州最美的海港，西岸最大的军港城市—

—圣地亚哥，具有那种逸乐、毫无压力的典型南加州风格，

充满墨西哥文化气息的地方，抵达后参观【圣地亚哥老城】

（约 40分钟），坐落在圣地亚哥市中心的老城是一个美丽而

充满乐趣的历史古城，它是加州的诞生地，是西班牙早期殖

民地，同时也是第一批欧洲人定居所。随后，前往【圣地亚

哥军港】游览（自由活动时间约 40分钟），自由漫步于港口

广场，在胜利之吻雕塑前留影，港口边停靠着退役的中途岛

号航空母舰。游毕返回洛杉矶，晚餐后送客人返回酒店休息，

结束当天行程。 

 

巴士 洛杉矶 

早 

午 

晚 

第十七天 

8.14 

周一 

洛杉矶 旧金山 

早上乘机飞往“美国最漂亮的城市”旧金山，抵达后游览旧

金山的标志，气势磅礴的【金门大桥】（约 30 分钟）；曾举

办过万国博览会的，具有古罗马式建筑风格的【艺术宫】（约

20 分钟）；游览世界上最弯曲的街道--【九曲花街】（约 35

分钟）；随后前往充满欢乐气息的【渔人码头】(约 40 分钟)。

游毕入住酒店休息，结束当天行程。  

飞机

/ 

巴士 

旧金山 

X 

X 

X 



 

第十八天 

8.15 

周二 

旧金山—加州伯克利分校—（约 62 公里）—硅谷—（约 62

公里）—旧金山 

早餐后，乘车前往世界上最负盛名且最顶尖的一流学府——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约 40分钟），伯克利的师生曾

获 72 个诺贝尔奖、20 个奥斯卡奖。校园古色古香，在地标

萨特尔塔前可远眺金门海峡。随后乘车前往著名 IT圣地【硅

谷】，参观【英特尔（INTEL）博物馆】（约 30分钟），了解

计算机芯片的发展历程及最新科技。游毕乘车前往机场，结

束当天行程。  

 

巴士 

飞机上 

早 

午 

晚 

第十九天 

8.16 

周三 

旧金山 香港 

航班：CX893 SFOHKG 0120/0640+1（飞行时间约 14小时 20

分） 

乘坐凌晨班机返回香港，跨越国际日期变更线，夜宿航机上。 

 飞机 飞机上 

X 

X 

X 

第二十天 

8.17 

周四 

香港—深圳 

早上抵达香港，随后过境前往深圳后结束行程，自行返回温

馨的家，结束愉快的夏令营之旅。  巴士 / 

X 

X 

X 

***旅行社将根据最终确认的航班时间、首末站城市对行程游览顺序一并调整，最终以出团说明会或

出团前（集合地）派发的行程表为准。课堂内容以学校落实安排为准，顺序可能调换。 

适合学生:  12-18岁学生**** 

      


